
山东：2017年社会组织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方案出炉
� � 近日，山东省民政厅、省财
政厅印发了《2017 年山东省社
会组织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方
案》，明确 2017 年全省社会组织
发展项目资助范围和资助数额
等内容。

在省级社会组织发展项目方
面， 方案提出要对社会组织创新
示范点创建项目、 初创期全省性
公益社会组织培育项目、 社会组
织人才队伍建设项目及对推动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在新旧动

能转换、 制造业发展和扶贫工作
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省级社会组
织发展项目给予资金资助。

在市、 县社会组织发展项
目方面， 资金将采取因素法对
各市切块分配。 为发挥财政资
金导向作用， 对已出台支持社
会组织发展资金政策的地区，
在资金安排方面予以倾斜。 今
年，山东省将重点支持市、县社
会组织服务平台建设， 每市遴
选不少于 2 家社会组织服务平

台， 根据进驻社会组织个数和
吸纳就业人数， 给予每处不超
过 10 万元的奖补资金；重点支
持符合一定条件的初创期公益
社会组织， 每家给予不超过 5
万元的扶持资金； 重点支持参
加与行政机关脱钩试点工作的
行业协会商会； 重点支持承接
过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
获得社会组织创新示范点创建
项目支持的市、县社会组织，不
再重复支持。 （据《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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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定 5·18 “播种计划”助力青年梦圆
5 月 18 日，中国北京。
一场主题为“精准扶贫、点

燃希望”———“长征带”教育扶贫
播种计划（简称“播种计划”）慈
善晚宴在北京举行。

来自政界、商界、文化艺术
界、企业界、学界、财经界近百名
精英人士捐出 21 件藏品， 供现
场慈善拍卖。

九桌晚宴，近百嘉宾频频举
牌、竞相出价。

历时 2 小时， 成功拍得 170
万元， 所拍款项将全部捐赠给

“播种计划”公益项目，旨在帮助
长征沿线及其他贫困地区的青
年走上工作岗位， 改变个人、改
变家庭、改变区域。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刘京表示：“精准扶
贫、点燃希望，让我们做一个被
他人需要的人。 ”

“播种计划”助力青年梦圆

有统计表明，尽管中国已经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
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亟待救助。

通过对长征沿线的许多省
份走访调查，国家开放大学社会
工作学院特别顾问杨立东发现，
受地域环境和文化条件等限制，
在长征沿线仍存在着广大的贫
困区，那里贫困程度深，返贫率
高，很多孩子因为贫穷而无法接
受高等教育，他们从小背起行囊
远离家乡来到陌生城市，用小小

的肩头扛起一家人的生计，但他
们存有对知识的渴望，并没有放
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的仅
仅是一个机会。

这此背景下，一个旨在帮助
长征沿线及其他贫困地区的青
年走上工作岗位， 改变个人、改
变家庭、 改变区域的公益项目
“播种计划”孕育而生。

“播种计划”由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发起，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
工作学院实施，公益时报社支持，
致力于让长江沿线及其他贫困地
区的青年走上工作岗位， 在工作
的过程中，提升学历层次，通过多
元化就业导师促进其职业认识的
转变，“播种计划” 以学历教育创
新的扶贫宗旨，改变一个人、一个
家庭和一个区域。 项目将覆盖 13
个省、26 个地区，利用 2.5 年的学
历教育时间帮助学生掌握知识技
能，就业导师提供就业支持。

学以致用，领路人很关键

“千名导师计划”作为“播种计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为学
员安排导师， 链接相关社会资源。
导师在学员 2.5年的学习过程中，
提供助学资金、就业机会等方面的
资源，或持续帮助学员解答生活成
长过程中的困惑，从而提升学员的
自身价值，创造社会价值。

“用精准扶贫理念和学历教
育方式， 促进贫困地区改变，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真正实现助人

自助，这是用创新改变贫困面貌
的一种方式。 ”杨立东表示。

当晚的慈善晚宴上有 20 位
导师成功签约，成为“播种计划”
的首批导师。

慈善拍卖为公益助力

当晚，首件拍品来自保罗夏
佩尔庄园红酒一组，这家地处法
国勃艮第 (Burgundy)心脏地带，
最能代表勃艮第葡萄酒精神的
著名酒庄之一，刚一登场就引得
台下买家积极竞拍，6 万、8 万、
10 万、12 万，举牌竞价声此起彼
伏，9 个桌台应声连连，同桌之间
竞相加价。

最后，首件拍品保罗夏佩尔
庄园红酒一组以 16 万元的价格
成交。

当晚的 21 件拍品， 皆为政
界、商界、文化艺术界、企业界、
学界、财经界之精英人士的藏品
捐赠， 原本品位挑剔的他们，在
这一刻放下了所有“身段”，共同
为“善”出发。

而晚宴中，最富竞争力的拍
品要属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
京大学资源美术学院院长柯良
先生的竹子书画作品，刚一登台
就引得现场观众注目，在追光灯
的映衬下，“竹竿代表篆书、竹叶
代表正楷、竹尖代表隶书，画竹
使人精、气、神俱佳。 ”

“苏东坡曾说，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

令人俗。 ”
“郑板桥曾说，咬定青山不

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
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

为使自己的作品拍出好价
钱，给公益助力，柯良亲自上阵
当起了助拍嘉宾，引用名家名句
博得一个“好价钱”。

身体力行自然加分不少。
最终，柯良的这幅竹子书画

作品，现场拍得 60 万元，成为全
场“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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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宴现场，主办方精
心准备的伴手礼让很多宾客们
心怀感恩。 一份 5 叠瓷杯，错落
有致装点着每位宾客的席位，瓷
杯象征慈悲，让感恩常在，让善

心仍然。
2015 年 5 月 18 日， 以倡导

“高端私享生活方式” 理念的北
京东升汇俱乐部正式对外迎宾。
次年同日，该俱乐部组建的企业
公民(东升汇)俱乐部选择以防治
乳腺癌的公益项目“为了妈妈”
进行筹款，取得不错成绩，这也
令这帮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公
民尝到了善的魅力。

2017 年 5 月 18 日， 国家精
准扶贫的大背景下， 企业公民
（东升汇） 俱乐部携手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选择国家级精准扶
贫项目“播种计划”进行筹款，为
长征沿线贫困地区学生打开一
条通往人生光明的希望之路。

“‘播种计划’暂定将持续五
年， 希望每年的 5 月 18 日将成
为嘉宾们的慈善日。 ”刘京表示。

安徽：出台意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
� � 近日， 安徽省民政厅制定
出台了安徽省《关于支持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在
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方
面， 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突破和尝试。

一是拓宽参与领域。 除日
常减灾、紧急救援、过渡安置、
恢复重建、 救灾捐赠等五大类
具体工作之外，拓宽参与领域，
提出“探索参与防灾备灾工
作”，进一步增加社会力量参与
防灾减灾救灾路径， 丰富参与
方式。

二是提升综合协调能力。
搭建服务平台，推动建立公益性
的常设救灾综合服务组织。鼓励
社会力量加强与其他参与防灾
减灾救灾的社会力量和政府有
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促进
供需对接匹配，实现防灾减灾救
灾资源高效优化配置。

三是注重培育成长。大力培
育和孵化防灾减灾救灾领域各
专业类型和服务特长的社会组
织，加强对社会力量的普及培训
和技能培训，帮助社会力量提升
参与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四是探索参与新模式。 将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纳入社区、
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三社联
动”之中，加强社会力量参与防
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平台化、组
织化、专业化建设。 推动“互联
网+防灾减灾救灾”与灾害治理
深度融合。

五是规范参与行为。研究制
定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的相关规范和标准，探索建
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参与防灾
减灾救灾社会力量的评估机制，
完善考评进退机制，保障他们参
与防灾减灾救灾活动科学、规
范、有序。 （据民政部网站）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工
作中，广东民政部门大力推动社
会组织党的组织覆盖和党的工
作覆盖，消除党建“空白点”；农
村社区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村
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作用得到切
实发挥；着力探索社会工作新路
径，稳定一线队伍、规范机构发
展，增强社会工作服务力量。

据统计，截至 2016 年底，广
东全省社会组织共有 59455 个，
已建党组织 8099 个、 党员近 10
万名，其中直接隶属省社会组织
党委的党组织 361 个。

创新发展是城乡社区治理
的驱动力。以广州市越秀区、南
沙区， 深圳市罗湖区、 坪山新
区，佛山市南海区，珠海市香洲
区等 6 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
务创新实验区”为载体，深入开
展社区多元治理、综合服务、智
慧服务， 力求探索社区治理和
服务新模式。 深圳市罗湖区社
区多元融合新机制、“活化赋
权”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光明
新区社区基金会助推社区治理
创新、龙岗区“民生大盆菜”创
新社区治理新模式、 坪山新区
枢纽型社区服务平台建设等创
新经验获得了年度中国社区治

理十大创新成果奖及提名奖。
广东省确定 5 个地级市、14 个
县（市、区）作为省级农村社区
建设试点单位， 农村社区治理
机制进一步完善。

截至去年底，全省有 25521
个村（社区）基本建成村（社区）
公共服务中心（站），覆盖率达
98.4%。 全省建有 2769 个家庭
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为
居民提供专业化、 精细化的社
区服务。

社工方面， 截至 2016 年
底， 广东全省持证社工近 6 万
人，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达 1254
家， 社会工作投入总金额超过
60 亿元。

为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性，
加强基层民政工作和社会服务
力量，今年广东省民政厅启动了
“双百镇（街）社会工作服务五年
计划”（以下简称“双百计划”），
在粤东西北地区和惠州市，肇庆
市，江门市台山、开平、恩平等地
建设 200 个镇（街）社工服务站，
招聘的 940 名一线社工全部将
扎根最基层，为城乡社区居民提
供近距离的专业服务。“双百计
划”5 年将投入资金约 3 亿元。

（据南方网）

广东：多措并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